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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
小型企業計畫指引

小型企業舉足輕重，不可小覷 

######################################## 

願景 
NASA 總部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 (OSBP) 的願景是，促進並整合所有小型企業成為競爭型的訂約方，可
引領未來的太空探索、科學發現及太空研究。 

######################################## 

任務

就所有小型企業相關事宜向署長提供意見，

推動 NASA 協助各類小型企業的計畫之發展及管理，

發展高科技領域的小型企業（包括技術轉移與技術商品化），及

為小型企業提供盡可能多的實際可行機會，參與訂立 NASA 的主要合約及分包合約。 

######################################## 

來自副署長的信 
NASA 致力於向小型企業提供機會，參與訂立 NASA 的主要合約及分包合約。特設 NASA 小型企業計
畫辦公室，以促進本署各中心與全球小型企業之間公開有效的溝通，從而兌現承諾。本小冊子涵蓋關
於如何與 NASA、本署各中心及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 (MPP) 開展業務的重要資訊，且本小冊子重點關
注社會經濟型的小型企業。欲瞭解更多詳情，請造訪 NASA 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的全天候網站：http://
osbp.nasa.gov/。 

Glenn A. Delgado

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

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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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與 NASA 開展業務 
1. 確定您的產品或服務 

•	

•	

•	

•	

•	

•	

•	

•	

•	

•	

•	

瞭解您產品或服務的聯邦補給品分類或服務 (FSC/SVC) 編碼 (http://www.hq.nasa.gov/office/
procurement/regs/FSCCodes.doc

 
) 及北美工業分類系統 (NAICS) 編碼 (http://www.census.gov/

naics/
 

)。 

編製實力簡報（紙質版及電子版），重點強調政府工作。 

2. 登記您的業務 

獲取數據通用編號系統（Data Universal Numbering System，DUNS）編號 (http://www.dandb.
com/fedgov/

 
)。 

登記獎項管理系統（System for Award Management，SAM）(http://www.sam.gov)。 

登記 NASA 供應商資料庫（Vendor Data Base，(NVDB) (https://vendors.nvdb.nasa.gov/index.
cfm?fuseaction=Vendor.challenge_screen

 
) 。 

3. 確定您在 NASA 中的目標市場 

檢視排名靠前的 NAICS 編碼及 NASA 採購預測 ( http://osbp.nasa.gov/about.html)，確定 NASA 
各中心 (http://www.hq.nasa.gov/office/procurement/forecast/) 的採購需求。 

檢視 NASA 網站 (http://www.nasa.gov)、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通訊 (http://osbp.nasa.gov/
newsletter.html

 
) 及行業刊物（如《Space News》、《Aviation Weekly》及《Physics

Today》）。 

聯絡 NASA 各中心的小型企業專員 (SBS) (http://osbp.nasa.gov/contacts.html)，就與特定 NASA 
中心開展業務尋求協助。 

4. 確定目前的 NASA 採購機會 

檢視聯邦商業機會網站 (https://www.fbo.gov) 或 NASA 採購網站 (http://prod.nais.nasa.gov/cgi-
bin/nais/link_syp.cgi) ，上述網站可協助您確定 NASA 要求並向您傳送已發佈要求的電郵通知，
從而確定您產品或服務領域中目前的採購機會。 

5. 熟悉 NASA 訂約程序 

熟悉聯邦採購規程（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FAR）(http://farsite.hill.af.mil) 及 NASA
聯邦採購規程補充資料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Supplement) (http://www.hq.nasa.gov/
office/procurement/regs/nfstoc.htm

 
)。 

6. 研究聯邦供應計畫表（Federal Supply Schedule，FSS）合約 

聯絡美國聯邦政府總務管理局（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GSA）(http://www.gsa.
gov/portal/category/100611

 
) ，瞭解關於如何獲得聯邦供應計畫表合約的資訊。實際上，很多 

NASA 的採購均是聯邦供應計畫表合約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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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需要時尋求額外協助

•

•	

•	

•

•

•

Request training and counseling on marketing, financial, and contracting issues at minimal or
no cost from 要求採購技術協助中心（Procurement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s，PTAC）
(http://www.dla.mil/SmallBusiness/Pages/ProcurementTechnicalAssistanceCenters.aspx) 以最
低費用或免費提供行銷、財務及訂約方面事宜的培訓及諮詢。大部分州均設有採購技術協助中
心，且此類中心由美國國防部提供部分資金，以便向小型企業提供相關資訊，瞭解如何與國防部
及其他政府機構開展業務。 

諮詢美國聯邦機構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 (SBA) 的採購中心代表 (PCR) (http://www.sba.gov/ 
content/procurement-center-representatives) 及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的業務發展中心 (http://
www.sba.gov/content/small-business-development-centers-sbdcs) 。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向
NASA 各中心指派聯絡員。

透過 SCORE (http://www.score.org) 獲取前任首席運營官提供的免費獨家指導

8. 探尋分包機會

透過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的子網路 (http://web.sba.gov/subnet/search/index.cfm) 或分包機會目
錄 (http://www.sba.gov/category/navigation-structure/contracting/contracting-opportunities/sub-
contracting/subcontracting-opportunities-directory) 獲取分包機會的相關資訊。招標邀請或通
知均由主要承包商宣佈。NASA 的主要供應商清單載於 NASA 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網站 (http://
ec.msfc.nasa.gov/doing_business/) 。

9. 研究 NASA 小型企業計畫

探索其他小型企業計畫，如 NASA 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 (http://osbp.nasa.gov/mentor.html) 、小
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http://sbir.gsfc.nasa.gov/SBIR/SBIR.html) 及傳統黑人高等院校和少數族
裔服務機構計畫。關於上述及其他計畫的資訊載於 NASA 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網站 (http://osbp.
nasa.gov

 
) 。

10. 大施拳腳，一展鴻圖！！！

在確定客戶、研究其要求並熟悉 NASA 採購規程及策略後，即可行銷您的產品或服務。直接向
購買您產品或服務的 NASA 中心展現您的實力。請注意，與您一樣，他們的時間也十分寶貴。
若能很好地滿足雙方需求，您可向對方提供「物美價廉」的解決方案，以滿足其要求。祝您好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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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歷史原因未被充分開發的業務區（Historically Underutilized Business Zone，HUBZone）

資格要求 

•	

•	

•	

•	

•	

•	

•	

•	

•	

•	 

•	

•	

須為小型企業。 

美國公民擁有及控制的份額至少須佔 51%。1 

其主要辦公室2須位於 HUBZone。 

其至少須有 35% 僱員居住於 HUBZone。 

1.	 或由阿拉斯加原住民公司 (ANC)、印第安部落政府 (Indian Tribal Government)、小型農會或社
區發展公司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擁有。 

2.	 是指大部分僱員開展主要工作的地方。 

認證要求 

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進行 HUBZone 認證。

採購激勵機制 

目前，聯邦採購規程中允許 HUBZone 小型企業保留配額及 HUBZone 的價格評估優先等權限。

權限/參考 

《小型企業再授權法》(1997) 第 VI 項 (15 U.S.C. 631) 

聯邦採購規程 19.13

採購激勵機制 

聯邦政府法規制定的目標，即合約及分包合約總價值的 3%。 

NASA 目標為主要合約及分包合約總價值的 3%。 

關於 HUBZone 小型企業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www.sba.gov/hubzone/ 。

目的 

NASA 政策規定，向 HUBZone 小型企業提供盡可能多的實際可行採購機會。

HUBZone 小型企業的目標 

增加 HUBZone 小型企業每年的訂約量及合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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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透過推廣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增加 HUBZone 的小型高科技企業數量。 

透過使用各中心的個體分包合約報告 (ISR)，監管 HUBZone 小型企業分包合約的履行情況。 

透過分包合約摘要報告 (SSR)，監管本機構與 HUBZone 小型企業每年的分包合約價值。 

透過小型企業活動及對接機會外展活動，向 HUBZone 小型企業提供外展服務。 

透過使用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網站，增加與 HUBZone 小型企業的溝通。 

納入對 NASA 採購部門員工進行 HUBZone 小型企業的相關培訓。 

監管聯邦資料庫，以確保所有資料均準確輸入，並定期審核。 

要求 NASA 各中心每半年報告支援 HUBZone 小型企業的舉措。 

使用企業模型執行上述目標及追蹤完成情況。

聯絡資訊 

網站：http://www.osbp.nasa.gov 

電話：202-358-2088 

電郵：smallbusiness@nasa.gov（主旨行包括「HUBZone」字眼）

Page 5 of 13 

http://www.osbp.nasa.gov
mailto:smallbusiness@nasa.gov


 

 

######################################## 

女性經營小型企業 (WOSB)

資格要求 

•	

•	

•	

•	

•	

•	

•	 

•	

•	

•	

•	

•	

•	

•	

須至少由一名女性持有至少 51% 的份額；或如為上市企業，則至少由一名女性持有至少 51% 的
股份。 

須至少由一名女性控制管理及日常業務運營。

認證要求 

女性經營小型企業可自行認證。

採購激勵機制 

聯邦採購規程中目前沒有與女性經營小型企業訂立單一發包合約的權限。

權限/參考 

行政命令 12138 (1979)，此行政命令建立了全國女性企業政策 (National Women’s Business 
Enterprise Policy)，並設立了女性經營企業計畫。 

《1994 年聯邦採購流程法》（Federal Acquisition Streamlining Act of 1994，P.L.103-355）
（於 1994 年 10 月 10 日頒佈），此法設定每年的政府目標，即女性經營小型企業實現所有主
要合約及分包合約總價值的 5%。

採購激勵機制 

NASA 目標為主要合約及分包合約總價值的 5%。 

關於女性經營小型企業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www.osbp.nasa.gov 及 

http://www.womenbiz.gov 。


女性經營小型企業的目標 

增加女性經營小型企業每年的訂約量及合約價值。 

透過推廣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增加女性經營的小型高科技企業數量。 

透過使用各中心的個體分包合約報告，監管女性經營小型企業分包合約的履行情況。 

透過分包合約摘要報告，監管本機構與女性經營小型企業每年的分包合約價值。 

透過參與美國婦女商會活動及出席其他會議，向女性經營小型企業提供外展服務。 

透過更多地使用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網站，增加與女性經營小型企業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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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納入對 NASA 採購部門員工進行女性經營小型企業的相關培訓。 

監管聯邦資料庫，以確保所有資料均準確輸入，並定期審核。 

要求 NASA 各中心每半年報告支援女性經營小型企業的舉措。 

使用企業模型執行上述目標及追蹤完成情況。

女性經營小型企業的聯邦合約計畫 

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修訂女性經營小型企業合約計畫，此計畫於 2011 年 4 月 1 日生效，旨在為
女性經營小型企業及經濟困難的女性經營小型企業 (EDWOSB) 帶來聯邦訂約機會。 

此計畫允許採購訂約官為女性經營小型企業及經濟困難的女性經營小型企業保留特定 NAICS 編
碼的聯邦合約（服務業為 400 萬元，製造業為 650 萬元）。 

關於女性經營小型企業計畫的其他資訊（包括符合條件的 NAICS 編碼完整清單及認證資訊），
請造訪 http://www.sba.gov/content/contracting-opportunities-women-owned-small-businesses
。

聯絡資訊 

網站：http://www.osbp.nasa.gov 

電話：202-358-2088 

電郵：smallbusiness@nasa.gov（主旨行包括「WOSB」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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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 (VOSB)/傷殘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 (SDVOSB)

資格要求 

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 

•	

•	

•	

•	

•	

•	

•	

•	

•	

•	

•	

•	

須為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確定的小型企業。 

須至少由一名退伍軍人（定義見 38 U.S.C. 101 (2)）持有至少 51% 的份額；或如為上市企業，
則至少由一名退伍軍人持有至少 51% 的股份。 

須至少由一名退伍軍人控制管理及日常運營。

認證要求 

退伍軍人身份可根據聯邦採購規程 52-219-1 自行認證。

採購激勵機制 

沒有針對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的擱置計畫。

資格要求 傷殘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 

須為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確定的小型企業。 

須至少由一名傷殘退伍軍人（定義見 38 U.S.C. 101(16)）持有至少 51% 的份額；或如為上市企
業，則至少由一名傷殘退伍軍人持有至少 51% 的股份。 

管理及日常運營須至少由一名傷殘退伍軍人控制，或如此退伍軍人有永久性的嚴重傷殘，則由其
配偶或長期照護者控制。

認證要求 

退伍軍人身份可根據聯邦採購規程 52-219-1 自行認證。

採購激勵機制 

可採用保留配額機會。 

如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確定傷殘退伍軍人出現經濟困難，可視個案情況運用 8(a) 計畫資格。 

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www.osbp.nasa.gov 、http://www.va.gov/osdbu 及 
http://www.vetbiz.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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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根據總統行政命令 13360 第 2(a) 條，NASA 已公佈一項為期 2 年的戰略計畫，此計畫將本機構的工作重
點放在向傷殘退伍軍人提供盡可能多的實際可行訂約及分包機會。

退伍軍人的目標 

•	

•	

•	

•	

•	

•	

•	

•	

•	

•	

•	

•	

•	

增加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每年的訂約量及合約價值。 

透過推廣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增加退伍軍人經營的小型高科技企業數量。 

透過使用各中心的個體分包合約報告，監管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分包合約的履行情況。 

透過分包合約摘要報告，監管本機構與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每年的分包合約價值。 

透過參與小型企業活動及出席其他會議，向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提供外展服務。 

透過增加使用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網站，增加與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的溝通。 

納入對 NASA 採購部門員工進行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的相關培訓。 

監管聯邦資料庫，以確保所有退伍軍人資料均準確輸入，並定期審核。 

要求 NASA 各中心每半年報告支援退伍軍人的計畫。 

使用企業模型執行上述目標及追蹤完成情況。

聯絡資訊 

網站：http://www.osbp.nasa.gov 

電話：202-358-2088 

電郵：smallbusiness@nasa.gov（主旨行包括「SDVOSB/VOSB」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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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 (MPP)

目的 

NASA 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鼓勵 NASA 主要承包商協助合資格學徒，從而提高學徒履行 NASA 合約及
分包合約的能力，促進相關實體與 NASA 主要承包商之間建立長期業務關係，及增加接受 NASA 合約
及分包合約的實體整體數量。

協定類型

信用協定 

•	

•	

在信用型導師 - 學徒資助協定 (MPA) 中，導師根據其分包目標而視個案情況獲得信用。在批准
協定前，已針對確定的特定合約在個體分包合約報告中報告了信用。

獎金試點計畫協定 

在獎金試點計畫中，導師有資格在協定期結束時，根據其向學徒提供發展協助過程中的表現獲取
獎金。僅 NASA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 (SBIR) 或小型企業技術轉移 (STTR) 第 II 階段的學徒有資格
與導師一同參與此試點計畫。

NASA 的責任 

NASA 訂約官代表 (COR) 作為導師與訂約官 (CO) 之間的聯絡員。待訂約官代表簽署的背書函列入一攬
子協定後，方可提交予訂約官。 

NASA 訂約官負責透過修訂合約的方式，將經批准的導師 - 學徒資助協定列入現有合約中。待導師 - 學
徒資助協定的經簽署背書函列入完整的一攬子協定後，方可提交予相關中心的小型企業專員。 

NASA 中心小型企業專員負責其各自中心導師 - 學徒資助協定的整體行政與管理事項。作為中心的導
師 - 學徒資助計畫的聯絡人，小型企業專員負責審核及背書中心收到的所有協定，然後再向 NASA 總
部的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提交完整申請以獲得最終批准。此外，小型企業專員確保中心背書的所有協定
滿足 NFS 1819.72 的要求。 

NASA 在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的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經理 (PM) 負責從總部角度與參與中心協調及管理
計畫，以確保成功執行計畫。

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負責 NASA 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的整體管理、政策及監督。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
將審核所有導師申請，並開展年度導師 - 學徒資助協定履責審核，重點關注在獲批准導師 - 學徒資助協
定下取得的進展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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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要求

導師與學徒均須符合既定資格要求（如 NFS 1819.72 定義及下文概述），方可參與導師 - 學徒資助計
畫。獲批准的導師清單可於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網站 http://www.osbp.nasa.gov 查閱。

導師

所有獲批准的導師均有資格參與此計畫。導師須每隔 6 年重新提交申請，以驗證其是否仍符合資格。導
師申請可於年內任何時間提交，而不論是否有導師 - 學徒資助協定。根據 NFS 1819.72，導師須為 

1.	 根據 NASA 合約履責的大型主要承包商，具有至少一項經批准的聯邦分包計畫（如聯邦採購規
程 19.7 [小型企業分包合約計畫] 規定），且 

2.	 有資格獲得政府合約。

學徒

以學徒身份參與的實體，須符合 NFS 1819.72 所界定的其中一項資格要求，並須在協定期間一直滿足
相關要求。若學徒為自行認證其符合資格要求，則須連同導師 - 學徒資助協定一併提交單獨的小型企業
身份自我書面認證。（註：若學徒資格在協定期結束前屆滿，則協定在整個協定期內仍獲批准，但須新
增條件，即獲得的任何信用須經學徒重新認證。）

學徒參與 NASA 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的次數不可多於兩次。此外，學徒在任何指定時間僅有一位 
NASA 導師。根據 NFS 1819.72，以下實體均符合學徒資格： 

1. 	 經濟困難的小型企業 (SDB)， 

2.	 女性經營小型企業 (WOSB)， 

3.	 因歷史原因未被充分開發的業務區 (HUBZone) 企業， 

4.	 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 (VOSB)， 

5.	 傷殘退伍軍人經營小型企業 (SDVOSB)， 

6.	 傳統黑人高等院校 (HBCU)， 

7.	 少數族裔服務機構 (MI)， 

8.	 擁有有效小型企業創新研發或小型企業技術轉移第 II 階段合約的小型企業，或 

9.	 參與 AbilityOne Program 的公司。

建議評估

所有擬定協定的評估均以下列準則為依據： 

•	

•	

•	

•	

對 NASA 的認知利益及/或協定價值 

向學徒所提供發展協助的價值 

與技術轉移相關的用時比例 

學徒可獲得的分包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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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傳統黑人高等院校/少數族裔服務機構、採購技術協助中心及小型企業行政管理局的業務發展中
心 (SBDC) 的利用情況 

計畫成本

參與的好處

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可以獨特的方式使小型企業或少數族裔服務機構轉型，並透過參與計劃的形式直接
提高其贏取合約及分包合約的能力。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部分潛在好處如下： 

與小型企業發展長期業務關係 

發展合資格小型企業的分包群 

根據小型企業分包目標累積信用

對於學徒而言： 

獲得相關技術及發展協助 

有資格獲得導師的單一發包合約

對於所有參與者而言： 

製造團隊合作機會，與合作夥伴一同贏取新合約及/或分包合約 

將導師 - 學徒資助計畫用作行銷工具 

促進網路機會

聯絡資訊 

網站：http://www.osbp.nasa.gov 

電話：202-358-2088 

電郵：smallbusiness@nasa.gov（主旨行包括「Mentor-Protege Program」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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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網站 
•	 

•	 

•	 

•	 

•	 

•	

•	

•	

•	

•	

•	

•	

•	

•	

•	

•	

•	

NASA 主要網站：http://www.nasa.gov 

NASA 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http://osbp.nasa.gov 

NASA 供應商資料庫：https://vendors.nvdb.nasa.gov 

NASA 採購網站：http://www.hq.nasa.gov/office/procurement 

NASA 採購預測：http://osbp.nasa.gov （按一下「Acquisition Forecast」） 

聯邦補給品分類：http://www.dlis.dla.mil/h2 

北美工業分類系統：http://www.census.gov/eos/www/naics 

獎項管理系統：http://www.sam.gov 

聯邦商業機會：https://www.fbo.gov 

聯邦採購規程：http://farsite.hill.af.mil 

總務管理局：http://www.gsa.gov 

採購技術協助中心：http://www.dla.mil/SmallBusiness/Pages/
ProcurementTechnicalAssistanceCenters.aspx




 

聯邦採購資料系統 — Next Generation：https://www.fpds.gov 

電子分包報告系統：http://www.esrs.gov 

歷史履責資訊擷取系統：http://www.ppirs.gov 

分包機會（子網路）：http://web.sba.gov/subnet 

國防部小型企業計畫辦公室：http://www.acq.osd.mil/osbp 

########################################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 Headquarters 

300 E Street SW 

Washington, DC 20546 

www.na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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